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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见习记者张晶晶
“若能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的金属成分

有效回收，或许我们会多一座攀枝花城。”
在近日于京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固体废弃物

管理技术大会上，一位专家对记者如此表示。
自工业革命至今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全

球 80%以上可利用的矿产资源已从地下转移到
地上，总量高达数千亿吨。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
源，已成为全球循环经济发展的焦点之一。
相关资料显示，1吨废旧手机，可提炼 400

克黄金、2.3公斤银、172克铜；1吨废旧个人电
脑，可提炼出 300克黄金、1公斤银、150克铜以
及近 2公斤其他稀有金属。

“城市矿山”潜力巨大

日本东京大学环境保护研究中心教授

Shin-ichi Sakai介绍说，许多电器电子产品中包
含珍贵金属，但在废弃后很少被回收使用。为
此，日本的 Nanjyo教授在 20世纪 80年代末提
出了“城市矿山”的概念，用以指代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中的可再利用资源。

2008年，日本国立矿产研究院对该国可再
利用的含金属固体废弃物进行了统计，结果表
明其蕴涵的可再利用金属量已可以同全球资源
储量领先的大国相媲美。
日本《金属时评》杂志公布的资料显示，日

本“城市矿山”资源储量测算为：在电子产品中，
金 6800吨，约占全球天然矿山储量的 16%，储量
排名第一；银 6万吨，约占全球天然矿山储量的
23%，储量排名第一；铟 1700吨，约占全球天然
矿山储量的 38%，储量排名第一；铅 560万吨，储
量排名第一。另外，锂、钯的储量分别为 15万
吨、2500吨，储量排名为第六、第三位。
那么，中国的“城市矿山”潜力几何？
据了解，截至 2011年年底，我国主要电器电

子产品的社会保有量为：电视机约 5.2亿台、电冰
箱约 3亿台、洗衣机约 3.2亿台、空调器约 3.3亿
台、计算机约 3亿台，共近 17.7亿台。这五类产品
每年的废弃量达数千万台，还有大量的手机、复
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等电子产品报废淘汰。
与会专家纷纷表示，这些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具有很高的再利用价值，而且通过再生途径
获得资源的成本大大低于直接从矿石、原材料
等冶炼加工获取资源的成本，可大量节约能源。

渠道受限影响国内发展

目前，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业发展情况
如何？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11年 12月，我国家
电“以旧换新”指定拆解处理企业 105家，列入环
保部电子废弃物拆解处置名录的企业 84家，获
得环保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质的企业 53
家（截至 2012年 5月 20日），除去重复计算，我
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达到 140多家。

不过，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电器循环技术
研究所主任田晖表示：“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不少企业实现了规模处理。但
与规划的处理量相比，部分企业仍处于开工不
足状态。”
《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综合

利用行业现状与展望———行业研究白皮书
（2011）》调研结果显示，处理企业 95%以上的原
料来自家电“以旧换新”，极少部分来自大宗机
构、个体回收者、自建渠道和其他渠道等。处理
企业极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的鼓励优惠政策，
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回收渠道的企业非常少。
“这也就是为什么‘以旧换新’活动结束后，

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田晖解释说。

政策保障“取经”发达国家

据了解，日本的废旧家电回收成本是由利

益相关方共同承担的。
Shin-ichi Sakai介绍说，根据日本相关法律

规定，针对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 /烘干机这
五类家电产品，消费者要负责支付回收再利用相
关费用。其中，空调 3150日元 /台，电视 1785～
2835日元 /台，洗衣机 2520日元 /台；经销商负
责回收废旧家电，包括以前销售的家电以及消费
者以旧换新的旧家电；制造商则要负责废旧家电
的再利用。
“今年 8月 3日，日本已经出台了关于手机

等小型电子产品回收利用的相关法规，下一步我
们将对此类产品开展规模化回收利用工作。”
Shin-ichi Sakai补充说。

今年 7月 1日，我国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借鉴发达国家的
“生产者责任制”，规定向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房间空调器和微型计算机五类产品的生产者和进
口产品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征收基金。其中，电视
机 13元 /台、电冰箱 12元 /台、洗衣机 7元 /台、
房间空调器 7元 /台、微型计算机 10元 /台。

据了解，目前环境保护部已批复 24个省
（区、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以期
推动电器电子产品规范化集中处理。
“预计到 2015年，全国将建成一百家左右具

有一定规模、带有完备环保设施的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企业，每年实际回收处理量将达到两三
千万台，可基本满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需
要。”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李蕾表示。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多亏了‘特早一号’谷子，
让我今年在收获油葵后，每
亩地又能多增加纯收入
1000 多元。”10 月 21 日上
午，当《中国科学报》记者电
话采访河北省广宗县冯寨
乡村民李国钦时，他正在收
割自家地里与油葵配套种
植的谷子。他告诉记者，今
年 7 月下旬，他的 1100 多
亩油葵刚刚获得了好收成。

李国钦所说的“特早一
号”，是由河北省谷子专家
赵治海培育改良成的早熟
夏播谷品种。该品种生长周
期缩短，产量却较普通谷子
高出一倍，成为与油葵配套
种植的最佳农作物。

据了解，近年来，河北
省各地春播油葵面积持续
扩大，今年仅巨鹿、广宗、平
乡三个县的油葵种植总面
积就达到 20 万亩。这些油
葵在 7月下旬收获后，耕地
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闲置。
也有不少种植户曾试着在
油葵收获后种植其他作物，
但由于 8 月份后日照不再
充足，气温逐渐下降，大部
分作物未成熟就遭遇霜冻
甚至绝收。

为了培育与油葵配套
种植的夏播杂交谷新品
种，张家口市农科院谷子
研究所所长赵治海经过 4
年的努力，在 2009年培育
成功适宜油葵茬种植的杂

交谷子新品种———“特早一号”，并于 2010年开
始大面积推广种植。
“夏播谷子的关键技术问题是如何实现早熟，

这类品种我们一直在研究，最终的突破还是得益
于我们在杂交谷子方面的长期积累。”赵治海介
绍说，通过使较短时间内成熟的母本与一种谷草
强壮、穗大高产的父本杂交，最终选育出了“特早
一号”。

赵治海告诉记者，以往的杂交谷子超高产品
种转为夏播后，由于谷穗过大过重，很容易倒伏。
而改良的“特早一号”在采用晚播种植方式后，出
穗相对较小，避免了倒伏问题。同时，由于生长期
错后，也避开了“谷瘟病”等季节性病害。

据悉，在连续 3年的示范性种植中，“特早一
号”生长周期从普通谷子的 90天缩短至 75天左
右，产量却较普通谷子高出一倍以上。按照每亩
200公斤的保守产量计算，这一品种在河北省中
南部 20万亩油葵种植区推广后，有望增加 4000
万公斤谷子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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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钊良通讯员杨纯财）10月 19日到 20日，全
国柑橘黄龙病防控现场观摩暨技术交流会在福建省南平市顺
昌县举行。130多名植物病理专家在此共商柑橘黄龙病防控对
策，并在当地示范果园观摩综合防控实施 3年来取得的成效。

据了解，柑橘黄龙病的病原是一种难以用人工培养的革
兰氏阴性菌，可侵染各类柑橘，由柑橘木虱和带病苗木传播，
染病后无法用药防治。1919年，我国首次报道广东潮汕地区发
生柑橘黄龙病。2004～2005年，巴西、美国相继暴发柑橘黄龙
病，迄今已蔓延至 40多个国家，成为世界柑橘产区最具威胁
的毁灭性病害。

我国在柑橘黄龙病研究和防控上进行了多年努力。1995
年，国际柑橘病毒学术会议在福州召开，决定采用汉语拼音
Huanglongbing为柑橘黄龙病的国际通用名称。2010年，农业
部设立柑橘黄龙病和溃疡病综合防控技术研究示范行业专
项，组织多个单位进行跨省联合攻关。2012年，农业部在重庆、
江西、广东三地开展防控政策试点。

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区很早就积极开展柑橘黄龙病综合
防控。2005年，广西在全区推广统一挖除病树、防治木虱、种植

无病苗木的联防联控措施。从 2005年开始，福建省财政每年
投入 100万元，在 9个设区市的 22万亩受害果园开展示范，
2012年示范县已达 20个。

顺昌县大丰收果蔬合作社社长张金水介绍说，在福建省
农科院、农业厅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冬季清园，统一砍除病树
及补种无病苗木，秋梢重点防治木虱，推广黄色粘板、太阳能
诱虫灯和天敌捕食螨等防虫技术。合作社千亩示范片柑橘黄
龙病发病率由 2010年的 0.97%～3.68%下降到目前的 0.2%。

不过，此次交流会上，相关专家表示，黄龙病的统防统治
仍须加强，一要借鉴巴西经验，加强防病推广立法，对不砍除
病树、不防治木虱和不种无病苗的，以违法论处；二要加强政
策引导，制定出台全国联防联控黄龙病政策措施，加大研究示
范推广力度；三要推广福建、广西经验，通过扶持合作社，制定
村规民约，联防联控黄龙病；四要鼓励统供统销的社会化服务
新探索，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果品销售。

据悉，此次交流会由农业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柑橘黄
龙病和溃疡病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组、福建省农科
院柑橘黄龙病研究中心主办。

百名专家福建共商柑橘黄龙病防控

本报讯（记者杨清波 通讯员杨林清）10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国解剖学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在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
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 600 余名专家学者，
就传统解剖学与转化医学、再生医学、发育生物学等的渗透
融合，以及如何发展数字解剖学、解剖生物力学等新兴学
科，进行了研讨交流。重庆市副市长吴刚，三军医大校长罗
长坤、政委高占虎出席年会。

三军医大教授肖岚告诉记者，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传统解
剖学与新兴学科的渗透融合，给这门古老的重要学科注入了生机
与活力。中国近年来在解剖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以三军医大为例，该校肖岚课题组通过研究抗精神病药对

大脑白质的作用探讨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发病机
理和治理途径，不断取得突破，研究成果在《分子精神病学》、《精
神分裂症研究》等国际知名杂志发表，受到同行的关注。同时，三
军医大张绍祥团队成立了计算医学研究室，并建立了首套中国
数字化可视人体数据集，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
拥有完整可视人体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相关成果可广泛应用
于数字解剖学教学、人体科普知识系统的研发。

此外，我国在再生医学方面，造血干细胞分化及替代治
疗研究、神经干细胞体外分化及移植治疗研究、用干细胞和
生物工程技术进行血管的体外构建和替代治疗等均取得了
良好进展。

中国解剖学会学术年会在重庆召开

本报讯（记者成舸通讯员任彬彬）记者从 10月 19日举行
的湖南省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为贯彻落实《创新型湖南建设
纲要》，建立健全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高新
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湖南省将从 2013年开始实施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十大创新工程，计划到 2017年，突破百项关键核心技
术，实现万亿增加值，使高新技术产品占 GDP比重超过 30%。

根据当日印发的《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十大创新工
程实施方案（2013-2017）》，这十大创新工程覆盖了高端工程
机械、城市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装备、通用航空、电动汽车、
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环保装备与资源综合利用、生物
产业及优势传统产业现代化等十大产业领域。

记者发现，该方案与此前出台的《湖南省加快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规划纲要》相比，涵盖领域虽变化不大，

但分类更细化、目标更明确，更强调协同创新和面向国际。此
外，在发挥优势的同时正视不足，将关键技术突破和核心产品
研制放到了更突出的位置。

以高端工程机械产业为例，湖南省虽在该领域的国内地
位较高，部分产品的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但就总体而言，关
键零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产品配套能力不强，产业集群发展
仍处初级阶段。该省拟通过创新工程的实施，加强核心技术攻
关，突破智能化、精密化、绿色化制造等一批关键技术，推进盾
构刀具、工程机械专用控制器等一系列关键零部件的研制。

据悉，为保障该创新工程的实施，湖南省拟推出包括设立
专项引导资金、引导金融及社会资本、统筹省级各类科技计划
及项目经费、组建湖南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建立企业
科技特派专家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湖南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十大创新工程
拟于五年内突破百项关键核心技术

10 月 21 日，一名
工作人员在接收无线
电子价格信息。

近日，一家高科技
“未来超市”在安徽合
肥开业。该超市配置购
物车专用电梯、自助收
银机等高科技设备，并
全面普及使用电子价
格标签。这些标签通过
无线 WIFI 接收信号，
可使价格与服务器同
步更新。
新华社记者杨晓原摄

本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金力团队自去
年提出东亚人群扩张早于农业产生后，通过最新研究发现，在非洲、欧洲和美
洲，人群扩张也早于农业文明。而此前，科学家们大多认为，农业文明产生导致
人群增长。10 月 18日，《自然》杂志出版的网络学术刊物《科学报告》发表了该项
研究成果。

金力告诉记者，考古学研究发现，农业最早出现在 1.1万至 1.2万年前的西
亚，世界各地的农业在以后的数千年里独立发展起来。东亚的农业最早出现在
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该研究团队去年发现，东亚的人群扩张始于 1.3万年前，
早于东亚的农业文明。

随后，金力团队对全球各地 1000个个体的线粒体全基因组进行了分析。结果
发现，非洲的人群扩张始于 1.1万～1.5万年前，欧洲人群扩张始于 1.3万年前，美
洲的人群扩张始于 8000到 1.2万年前，均明显早于各地的农业起源时间。

据团队主要成员郑鸿翔介绍，大约在距今 15000年前，过去 100万年间最寒
冷的末次盛冰期结束，全球气候变暖，动植物数量开始增加，为全球各地的人群提
供了丰富的食物。由此推论，丰富的食物直接导致了人群的扩张。

最新研究发现

全球人群扩张早于农业文明

上世纪 80年代末，日本学者提出“城
市矿山”概念，用来指代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中的可再利用资源。这些资源中包含巨
量的金属成分。目前，借鉴发达国家的“生
产者责任制”，我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促
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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